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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蒋晓芳）7月 23日，记者
从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鹤壁市高油酸花生种植标
准化示范区项目获批创建2019年度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这标志着该市农业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是指按照一定的种植或养殖标准
组织生产和管理，其产品达到相关质量标准要求，并对周
边地区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生产区域。截至目前，鹤
壁市累计创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6个、河南省农
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34个，涉及高标准粮田建设、生猪肉鸡
养殖、小麦玉米种植、气象为农服务等领域。

据了解，高油酸花生种植标准化示范区项目的建设工
作将为期三年，由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承担，以淇花
花生合作社及下辖的26个家庭农场为示范推广载体，依托
浚县善堂镇3万亩高油酸优质花生基地具体开展。示范区
项目建设将围绕“培育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农民持续增收新途径”目标，通过建
立产学研标准化创新体系、质量安全标准化技术体系、高油
酸花生种植标准体系，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规范作用，提升
优质花生质量、拉长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标准化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提升农产品的产业层次和品牌价值，对推动和
实现乡村振兴和高油酸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6

鹤壁高油酸花生种植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获批创建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刘倩倩）记者7
月25日从鹤壁市盘石头水库建设管理局获悉，盘石头水库
日前向下游淇河实施生态补水，累计补水量 400 万立方
米，有效改善了淇河河道水生态环境。

据悉，每年 10月至次年 5月是淇河的枯水期，根据国
家相关要求，盘石头水库在枯水期可按每秒 0.5立方米的
流量为淇河补水。鹤壁市盘石头水库建设管理局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生态补水的流量约20立方米/秒，与往年夏季
相比，这是补水量较大的一次。因为时间短、补水量大，请
广大市民在游玩时一定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盘石头水库坝址位于鹤壁市西南约15km的卫河支流
淇河中游盘石头村附近，电站总装机容量 1万千瓦。该水
库是《海河流域综合规划》选定的以防洪、工业及城市生活
供水为主，兼顾农田灌溉、结合发电、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
型水利枢纽工程。6

鹤壁上半年秸秆禁烧实现“零火点”

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6%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记者日前获悉，通

过强化禁烧措施，提升常年管控水平，今年上半年鹤壁市秸秆
禁烧工作未出现一起“标准火点”，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6%。

《2019年河南省秸秆禁烧工作方案》规定，发现的秸秆
焚烧火点，处置时间超过 30分钟、过火面积超过 100平方
米的被称为“标准火点”，相关省辖市将被扣拨地方财力每
火点50万元作为处罚。

近年来，鹤壁市下大力气实施秸秆禁烧，所采取的“人
防＋技防”模式，不仅有覆盖全市95%以上农田面积的“蓝
天卫士”监控平台，还有专人对333个高清摄像头、44个监
控平台进行定期养护。针对监控盲区，各有关部门强化责
任落实，注重网格管理和督查督导相结合，分组划区域不
间断开展田间巡查。

同时，为彻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鹤壁市持续实施秸
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综合利用，秸秆
综合利用率超 96%，有效促进了利用渠道的多元化；为强
化执纪问责制度，该市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安排农业系
统各级负责同志不间断下乡暗访，对出现的零星火点进行
严肃问责追究并予以处罚。

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波表示，下一步，就秸秆禁
烧的社会基础、收储运体系、秸秆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该局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全年常态化，切
实抓好禁烧工作。6

地方传真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7月 20日，记者
从鹤壁市公安局获悉，在日前于浙江举办的全国防范“盗抢
骗”公益宣传作品大赛中，该局选送的两件参赛作品脱颖而
出，斩获文学文艺类三等奖和微电影类作品优秀奖。

据悉，本次大赛的举办旨在加强对防范“盗抢骗”犯罪
的宣传力度，提升群众预防“盗抢骗”的能力，号召全社会
积极参与“无盗抢”城市创建，打造中国现代城市安全发展
的样板。大赛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市公安机
关的积极响应，收到参赛作品逾700件。

其中，鹤壁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民警任芳芳以分局侦
破“2017.2.2”诈骗案为原形创作的侦破纪实小说《k》荣获
文学文艺类三等奖；鹤壁市公安局宣传科民警柴潇潇改编
制作的微动漫作品《鹤壁警花智斗盗车贼》获微电影类作
品优秀奖；此外，鹤壁市公安局还荣获“优秀组织奖”。

据悉，鹤壁市公众法治环境满意度已连续多年在全省
排名居首，先后被评为全国法治城市创建先进单位、被授
予“2013—2016 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称
号，并捧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长安杯”。

又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日前，由人民公安报社主
办的第二届“数据警务智慧公安”创新应用交流会暨“智慧
公安在基层”征文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鹤壁市公安局宣
传科民警赵庆军与特殊警务支队民警李瑞州共同创作的
论文《以大数据应用和建设为核心，打造鹤壁智慧公安》从
全国22个省区市公安机关的400余篇稿件中脱颖而出，荣
获三等奖。6

1058
亿美元

专家预测，我国汽车
电子市场规模将在
2020 年达到 1058
亿美元。

近年来，河南积极推进产
业转型，将新型显示和智
能终端、新能源及网联汽
车、汽车电子等确定为重
点培育的新兴产业。鹤壁
是河南重要的工业城市，
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
良好，特别是在电子信息、
汽车电子、汽车零部件制
造、专用车生产等方面拥
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良好
发展条件。

目前，全国各地高度重视汽车电子产
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大力推动汽车
智能化、网联化、电子化转型，汽车电子产
业正在不断迎来发展新机遇。

“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十年、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四年稳居全球第一，中
国汽车市场的目标已经由做大转向做强。
鹤壁产业基础雄厚，在汽车零部件与电子
电器研发生产等方面建树颇丰、前景广
阔。”作为 2019中国（鹤壁）汽车电子电器
创新发展论坛主办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车用电机电器委员会秘书长朱小平对该市
汽车产业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据悉，鹤壁市于今年正式出台了《鹤壁
市汽车电子电器与新能源汽车产业三年振
兴和发展计划（2019—2021）》，明确提出
打造1个汽车电子电器产业基地、形成2个

产业集群、建设5个专业园区的千亿级汽车
电子电器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大力推
动汽车电子电器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产业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转型，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们正加快实施智能化、绿色
化、企业技术‘三大改造’，鼓励引导企业实
施‘设备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力
争再培育一批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制

造系统改造和‘机器换人’示范项目，以点
带面，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鹤壁市工
信局副调研员张晓白告诉记者。

同时，该市正在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汽
车电子电器骨干企业按照新技术升级需求，实
施重大创新项目，发展模块化供货等先进模式
和优势主导产品；此外，还将重点发挥新成立
汽车电子产业集团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强对
50多家成员企业的管理、培训和提升，突破汽
车电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经过 3年的发展和振兴，力争鹤壁市
汽车电子电器和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达
1000亿元，建成中西部重要的汽车电子电
器集中地，汽车电子产业进入国内先进行
列。”如何实现《三年振兴和发展计划》中定
下的目标？鹤壁市正用脚踏实地让梦想照
进现实。6

盘石头水库开闸

为淇河补水400万立方米

全国防范“盗抢骗”公益宣传作品大赛落幕

鹤壁市公安局载誉归来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左易和）6月 18日，鹤壁汽车电子产
业集团揭牌仪式在鹤壁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举行。

作为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一体
两翼”的重要一翼、全省重点发展的
两大汽车电子产业基地之一，鹤壁
市近年来培育了河南天海电器有限
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了汽车
电子、通信指挥车和汽车模具三大
特色产品集群，拥有指挥车、通信车
和挂车 3类汽车生产资质，29款车
型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目录，
一批龙头型、基地型产业项目正在
加快建设，呈现出总量较快增长、效
益持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
发展态势。

据悉，组建汽车电子产业集团
是鹤壁市推动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
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龙头带动的
战略举措。该集团以天海集团为核
心、6家企业为紧密层，汇集了该市
近 60家汽车电子产业企业，未来将
为成员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等支持，
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致力
于将产业集团建设为重大技术创新
创造和产生重大技术标准的重要平
台，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推动产
业实现集群集聚发展。

“力争经过 3年的发展和振兴，
鹤壁市汽车电子电器和新能源汽车
产业规模达到 1000亿元，形成汽车
零部件、电子电器与新能源汽车协
作配套相适应的完善产业链条，建
成中西部重要的汽车电子电器集中
地，汽车电子产业进入国内先进行
列。”鹤壁市有关负责人说。6

汽车电子是安装在汽车上所有电子设
备的总称，按照电子装备对汽车行驶性能作
用的影响，一般可分为汽车电子控制装备和
车载电子装置两类。《中国汽车电子行业白
皮书》显示，在汽车发展的进程中，70%以上
的创新来源于汽车电子，汽车行业面临的新
形势，必然会对汽车电子电器产业产生重大
影响，催生新一轮的产业变革。

“2018年，我国汽车行业出现了 28年
来首次销量负增长，这为正在酝酿变革的
产业增加了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会
改变产业变革的本质和进程。汽车电子技
术作为汽车产业创新的核心动力之一，其
产业发展已进入新时代。”清华大学汽车产
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表示。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
汽车电子市场供需预测及未来前景预测报
告》显示，目前我国新车汽车电子产品成本
在整车成本中的平均占比达10%，其中，轿

车电子产品成本的占比达10%-25%，但世
界汽车电子产品成本在整车成本中的平均
占比已达35%。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汽
车电子化、智能网联化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
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相关产业拥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专家预测，我国汽车电子市场规
模将在2020年达到1058亿美元。

作为全省重要的汽车电子电器及零部件
产业基地，鹤壁市经过多年的持续培育，已具
备一定的产业比较优势。目前，该市拥有规
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与电子电器企业50家，先
后培育了天海集团、海能达、航盛、天汽模等

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了汽车电子、通信指挥车
和汽车模具3大特色产品集群，产业关联度
高，资金技术密集，规模效益明显。

“近年来，河南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将
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新能源及网联汽车、
汽车电子等确定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
鹤壁是河南重要的工业城市，地理位置优
越，生态环境良好，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汽
车电子、汽车零部件制造、专用车生产等方
面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良好发展条
件。”在4月召开的鹤壁—深圳汽车电子电
器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恳谈会上，副省
长刘伟如是评价。

有关专家提出，随着汽车电子产品市场
的快速发展，汽车电子电器及零部件成本在
整车成本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汽车电子
产业一步步形成经济规模效应，将为鹤壁进
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结构，带动汽车电子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

随着汽车行业电动化、互联化、智能
化、共享化“新四化”浪潮的不断兴起，汽车
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电动化
席卷全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以特斯
拉为代表的新型电动汽车对传统汽车制造
企业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以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
技术，正推动汽车向移动智能终端转变。

“当前，新能源、5G、人工智能和汽车行
业发展密不可分，广义的汽车电子带来相
关行业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在汽车行业发
展机遇面前，鹤壁市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发
挥本地优势，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推动产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博世工程技术中国区
原总裁刘路明提出。

近年来，顺应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趋势，鹤壁市坚持“龙头带动、集群配
套、创新协同、链式发展”，以产品高端化、产

业集群化为发展方向，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
车电子电器产品，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配套零
部件产业发展，不断提升整体规模效益。

目前，鹤壁市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
20余个，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家，专业人才培养学
校1个，各类技术研发人员逾2000人，拥有
独立专利 300余项。该市成立了以天海集
团、航盛为牵头单位的鹤壁市汽车电器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企业、科研院所
在战略层面有效结合，努力提升汽车电器
产业整体水平。

在加快建设汽车电子电器创新平台的
同时，鹤壁市亦在不断提升智能化制造水
平——培育建设了天海环球和航盛 2个省
级智能工厂、天汽模具公司等 5个智能车
间，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天海集团、天
汽模具公司入选省首批企业双创基地、全
省产融合作百家先进制造企业；12个汽车
电子项目纳入《河南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转
型升级行动计划（2017—2020年）》。

“近年来，天海集团积极布局智能制
造，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工艺，投入智能化
改造专项资金1.2亿元，推动研发、制造、物
流等全产业链条的智能化建设，全面推动
了技术改造升级。”天海集团党委书记、副
董事长杨勇军表示。

作为汽车行业的配套产业，汽车电子电器产业的转型升级对提升汽车整体制造水

平、进行新一轮产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不久前，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

子委员会主办，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天海集团承办的2019年中国汽车

电子电器创新发展论坛在鹤壁举行。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

表、企业家齐聚一堂，就汽车电子电器行业发展及产业转型进行了深入交流。

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汽车电子电器智能化趋势，作为全省电子信息产

业“一体两翼”的重要一翼，鹤壁市将如何抢抓先机，加快发展，实现汽车电

子电器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千亿级跨越？本报记者日前对此进行了采访。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秦川

当前，新能源、5G、人工智
能和汽车行业发展密不可
分，广义的汽车电子带来
相关行业间的合作日益紧
密。在汽车行业发展机遇
面前，鹤壁市应该因地制
宜，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进
一步整合相关资源，推动
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鹤壁汽车电子
产业集团成立

相关链接

汽车电子产业迎来新机遇

政策引导助推产业发展

“制造+智能化”已成新趋势

300
余项

目前，鹤壁市拥有省
级以上研发平台 20
余个，其中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1个，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家，各类技术研发人
员逾2000人，拥有独
立专利300余项。

1000
亿元

经过3年的发展和振
兴，力争鹤壁市汽车
电子电器和新能源汽
车产业规模达 1000
亿元，建成中西部重
要的汽车电子电器集
中地。

鹤壁天汽
模汽车模具有
限公司的工人
在加工汽车零
部件

何卫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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